
凤凰机场

开通287条航线、通航城市131
个，其中国内航线228 条，国际航线

56条及地区航线3条

运营的航空公司32 家，其中国

内航空公司22 家、国际及地区航空

公司10家；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况
昌勋）今年冬交会电子商务是一大亮
点。冬交会期间淘宝网“特色中国·海
南馆”开展“汇下厨”促销活动，4天销
售额达810万元。据悉，为促进我省农
业电子商务发展，我省正在加快编制
《海南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制定促
进农产品电子商务发展的公共支持政
策，加强社会信用体系、电子支付和农
产品网上交易规范。

自去年以来，我省农业电商发展迅
速，预计今年海南农产品网络销售额达
60亿元，是去年的10倍。但是我省农

业电商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发展还
需要更多的扶持。

省农业厅副厅长王晓桥表示，我省
今年开始拿出了专项资金对农产品电
子商务营销给予销售奖补，与此同时还
将积极引导涉农企业等社会资本投入
农产品电子商务。今后，省农业厅将加
快农产品网络销售质量标准化体系建
设，充分利用农产品田头监管3G系
统，让每一份上线产品都贴有二维码标
签；为解决人才短缺问题，将农产品电
子商务人才培训纳入新型职业农民培
育，加快培养农村电商技能人才；支持

海南馆运营商在主流网络媒体开展系
列宣传活动。

此外，省商务厅表示，将积极推进
农产品电子商务园建设和农产品服务
业的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市县按照产业
结构进行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建设，
推动创业孵化、运营服务、视觉外包、产
品研发、仓储物流、金融服务、电子商务
人才培养等电商服务业和电子商务产
业集群化发展。

“我省将实施电子商务示范带动工
程。”省商务厅副巡视员王学钟透露，将
加快开展农产品电子商务示范培育工

作，例如，支持有条件的市县创建农产
品电子商务示范园区，发展以村、镇、县
为单位的农产品产销产业群，力争在重
点地区，重点品种和重点环节率先突
破，以示范带动普及。

王学钟说，我省还将大力发展物
流配送体系建设，制定相关政策，重
点支持冷链物流、加工配送、直供直
销等基础性建设和业态；整合资源，
推进电子商务模式向传统模式“渗
透”，使原有的渠道逐步转化为全程
式电子商务供应链的基础和深度产
业链合作。

《海南电子商务发展指导意见》加快编制

我省将建农产品电子商务产业园

12月15日，第十七届冬交会最后一天，各展厅内仍人
气不减。图为山西展厅现场演示古老、传统的制醋工艺。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各展厅内促销手段妙招纷呈，尽显人文、历史、地
理等特色。图为保亭展厅内推销椰子油的绿娃娃十分
抢眼。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电子商务不仅成为第十七届冬交会两大主题之一，
并且首次在中心馆设立电子商务展区。图为忙碌的淘宝
网“特色中国——海南馆”工作人员。

本报记者 苏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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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规范我省税收秩序，共建和谐税

收，海南省地方税务局欢迎社会各界对税收违

法行为进行检举。我们郑重承诺：严守保密规

定，对重要线索一查到底。检举的税收违法行

为经立案查实处理并依法将税款收缴入库的，

依照相关规定给予奖励，检举奖金数额最高不

超过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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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本报讯（记者王黎刚）2014北京惠翔“中国红”
国际赛鸽峰会8500大棚决赛近日在北京结束，海南
华翼联盟鸽业的鸽子在500公里决赛中夺冠。这是
海南的鸽子首次在这项大赛中问鼎。

这项比赛是国内最顶级的赛鸽比赛，不但吸引了
国内各省市的优秀鸽子参赛，还吸引了比利时、荷兰、
英国等欧美国家的鸽子参加。本次比赛奖金和奖品
丰厚，其中包括3200万元现金大奖、5辆路虎汽车、两
辆捷豹汽车、5个100万元和1个300万元的奖金。

北京市信鸽协会裁判组全程负责决赛集鸽、司
放、监放和成绩审定，监督公棚各项工作流程，切实
行使协会监赛职能。

北京国际赛鸽峰会结束

海南鸽子首“叼”桂冠

本报三亚12月15日电（记者黄媛
艳 通讯员李鹏程）记者今天从三亚凤凰
国际机场（以下简称“凤凰机场”）获悉，该
机场今年的旅客吞吐量首次突破1400万
人次，14日已达到1404万人次，旅游经
济、航空经济发展再上一个新台阶。

2013年，凤凰机场的旅客吞吐量
为1286万人次，而截至14日，该机场
已远超去年118万人次，全年旅客吞吐
量更是有望逼近1500万人次，再创历

史新高。
随着凤凰机场旅客吞吐量逐年快

速攀升，三亚也在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政策瓶颈的突破。凤凰机场相关
负责人表示，今年年初，海南岛空域调
整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琼岛空域上空
新辟了三条航路，大大缓解了海南岛的
空中交通压力，使凤凰机场航班正常率
大为提高；同时，三亚旅游的快速发展，
尤其是夏季旅游的不断突破，为机场的

发展夯实了客源基础。
目前，凤凰机场正致力于完善软硬件

建设，进场公路拓宽工程、西站坪建设工
程有望在春节前完工，进场公路将由双向
四车道变为六车道，此举将极大缓解高峰
时刻进场路段车辆拥堵的情况；同时，凤
凰机场停机位将由48个增至54个，同时
新增8个大型（E类）航空器停机位，提升
凤凰机场的航班保障能力。

据悉，截至目前，在凤凰机场运营

的航空公司已达到32家。其中，国内
航空公司22家、国际及地区航空公司
10家，成立了3家基地公司，航空经济
快速发展；开通287条航线、通航城市
131个；其中国内航线228条、通航国内
城市76个，国际航线56条及地区航线
3条，航线网络覆盖全国主要省会城市、
重点旅游城市及俄罗斯、哈萨克斯坦、
韩国等国家，极大方便了国内外游客前
往三亚旅游度假。

凤凰机场旅客年吞吐量破1400万人次
全年有望逼近1500万人次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刘
笑非）冬交会已经进入最后一天，商家
们也抓住最后的机会，纷纷打出折扣牌
觅得商机，也使得很多展馆客流量并未
出现大幅回落。在冬交会B馆展区，航
天瓜果展柜依旧火热，在一旁的翁田马
鲛鱼专柜人气也不遑多让。

“你们从翁田来吗？真是辛苦
了！”“台风带来那么大的灾害，还能这
么快拿出如此新鲜的海产，不容易！”
几天来，翁田马鲛鱼展柜负责人符致
群听到最多的，便是这样的关心和称
赞。“大家看到‘翁田’两个字，都会过
来询问两句。”符致群告诉记者，这已

经是他连续第六年参加冬交会，却从
没引起过这么大的关注，让他心里觉
得暖暖的。

其实，在台风过去不久，符致群
就赶紧修复了渔船，为的就是冬季到
来时有新鲜的马鲛鱼、虾等海产赶上
冬交会以及接下来的销售旺季。在

符致群的展台旁，还有铺前马鲛鱼、
传味文昌鸡等展位，这些从风灾严重
地区出产的禽类渔获，也同样受到了
大家追捧。

“大家的关心和认可，既是鼓励，也
是动力，我也会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渔
获给大家！”符致群笑着说。

来自文昌灾区的产品展位人气旺

翁田的新鲜海产引赞一片

本报石碌12月15日电（记者黄
能 通讯员李德乾）记者今天从昌江黎
族自治县农科局获悉，该县本届冬交
会签下农产品合同和意向订单46宗，
数量10.3万多吨，金额4.7亿多元。

昌江今年首次亮相冬交会的特色
产品有牛皮凳，为黎族传统工艺品。黎
族原始陶器也是首次亮相，这是黎族妇
女的工种，传女不传男，制陶方法保留
了我国新石器时代的原始制陶技艺的
特点。据介绍，这两种产品吸引大批客
商、市民前来咨询。此外，昌江另一吸
引眼球的产品为海葡萄，这是一种类似
葡萄串的特色藻类，营养价值高，产自
昌江海尾镇。

昌江

签下46宗订单，金额4.7亿多元

黎族牛皮凳“吸睛”

本报八所12月15日电（记者黄
能 通讯员梁昌琪 特约记者高智）
2014年海南“冬交会”今天落下帷幕，
东方市共签下36宗订单，金额达5.47
亿元，数量11.55万吨。

在今年的冬交会上，东方绿缘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和海南纯绿农业研发
有限公司推出品尝红心火龙果等特色
活动，吸引不少参观者前来品尝和咨
询。首次在东方试种成功的日本玫珑
甜瓜、小岭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红掌、海
南立诺农业生物技术有限公司的绿壳
鸡蛋等特色农产品也深受客商青睐，
来自岛外的客商纷纷签约下订单。

东方

签下36宗订单，金额达5.47亿元

绿壳鸡蛋受热捧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罗孝平）由海南日
报报业集团主办的2015年第二届海南年货展暨迎
春庙会，将于2015年2月8日至15日在海口国兴大
道海航文化广场举行，展会共8天。目前年货展已全
面招商，前100名认筹将享受8折优惠。

本届年货展有四大优势，助力商家挖掘春节商
机。

一是广告密集宣传。作为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年
度重大展会项目，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将投入大量宣
传资源，通过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电影院线、公交
车、社区广告、传单、微信、短信等渠道进行密集宣
传，展会信息覆盖全岛。

二是占据海口黄金商圈。海航文化广场位于海口
市黄金地段，紧邻人口密集老城区，东西连通海口传统
黄金商圈，交通便利，具备较强人气聚集效应。

三是浓厚年俗文化展示。本届年货展将引入庙
会概念，在展会现场进行免费写春联、看花灯、唱琼
剧、跳广场舞等丰富多彩的传统年俗与团体表演，为
广大市民与岛外度假游客打造一个充满浓厚年味与
文化味的年货庙会。

四是超值展位享价格优惠。本届展会共规划标
准展位近400个，划分为品牌名品展区、农副产品展
区、糖酒茶饮展区、工艺礼品展区、家纺日用品展区、
年俗文化展区。

欢迎全国的企业及商家来电咨询或提前认筹。
咨询电话0898-66810557（上班时间：08：30—17：30），
手机13398907577。

2015年海南年货展
全面招商
前100名认筹享8折优惠

亮点

■ 本报记者 徐一豪 特约记者 陈志强

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里，十数万
株玉米已经完成抽穗，沉甸甸的玉米棒
正在积攒最后的糖分。“今年9月15日播
的种，再过12天就可以收获了，全村这个
品种的甜玉米已经找好了买家，一个玉
米棒卖2块钱不成问题。”今天上午，在白
沙黎族自治县邦溪镇南班村的玉米地
里，该村村支书高勇喜滋滋地告诉记者。

南班村委会下辖6个村民小组，共
有245户1062人，土地面积2801亩，农
民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植传统的“老三
样”——甘蔗、橡胶和木薯。近年来，“老

三样”市场十分不景气，农民大幅减收。
2013年，高勇当选村支书以后，一

直在心里琢磨着怎样才能带领村民增收
致富。今年7月份，他从东方八所的亲戚
家得知当地农民种植甜玉米很赚钱，向
镇里汇报后便兴冲冲地组织村里的党员
干部、村民代表共16人前往八所“取经”。

经调研，这种名为“新美夏珍”的甜
玉米不仅产量高、成熟期短，市场行情
也很不错。亩产可达2000多斤，每年9
月至次年3月间可种两茬，其他时间段
则可以种水稻和瓜菜。玉米收获以后，
秸秆还可以卖给养殖户当牛羊饲料，每
吨可卖300元。

由于没见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学习
回来的村民仍不敢“试水”，大多持观望
态度。高勇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何不
自己先带头种呢？”于是他在自家地里
试种了2亩甜玉米。3个月后，玉米丰
收，2亩地赚了4000多元。

身边活生生的致富事例，让村民们
坐不住了，纷纷开始试种。如今，南班村
已有11户村民种上玉米，另外还有许多
村民在等着甘蔗收割，腾出地来种玉米。

在邦溪镇政府的支持下，高勇还通
过自筹资金和贷款，从南班村南阳村民
小组的村民手中租得130亩耕地，每亩
月租100元。如今，其中的100亩已经

全部种上了甜玉米。记者在即将收获
的玉米地里看到，2米多高的玉米长势
喜人。“玉米杆才1米高时，就有广东的
收购商来看过了，对方承诺以1.5-1.8
元每斤的价格收购我们村种植的这批
甜玉米。”高勇说。

此外，玉米的种植、收获、施肥、喷
药等都需要劳力，高勇统统请村民来帮
忙，按天支付工钱。“大家都有活干、有
钱赚，村里的闲人就少了，治安环境也
会得到改善。”高勇说，下一步将在全村
推广种植甜玉米，让所有村民都能尝到
这种新产业的“甜头”，帮助大家增收致
富。 （本报牙叉12月15日电）

白沙邦溪镇南班村党支部书记高勇带头示范，鼓励村民创新增收方式

甜玉米让农民尝到“甜头”

特色农产品与重点项目齐参展

“看家宝贝”惹人爱
本报海口12月15日讯（记者梁

振君 通讯员许雅）冬交会上，海南省
农业龙头企业——海南农垦共有8家
单位携带多个海垦特色农产品品牌以
及休闲农业观光项目亮相冬交会，备
受观众追捧。

在中建农场的展位上，包装精美
的“南吕香”大米吸引众多市民。据该
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冬交会上，除了带
来自家王牌产品“南吕香”大米，该场
还精心准备了红心蜜柚、紫薯、生姜、
槟榔等多种农产品，以期让客商、市民
品尝绿色无公害的美味。

在农垦展销区农产品呈现“群芳
斗艳”态势的同时，立才农场推介的两
个休闲农业观光旅游项目吸引了众多
观众的目光。据透露，参展的“中国三
亚·世界热带农业博览园”和“中国三
亚·南岛·北山生态游—农业观光园”
已纳入2014年省重点项目。

农垦

◀上接A01版
法治崇尚才能够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建共育共
为共行，成为公众信任信赖信仰的价值准则。

实现全民守法，关键仍在行动自觉。这种自觉
既贯穿于社会生活的繁枝细节，也体现在经济行为
的一单一账，更彰显在政务服务的“精耕细作”。近
年来海南的一些实践，如让“戴着市场的帽子、吃着
政府的章子”的工商代办成为历史，对弄虚作假的政
绩工程、缩水走样的惠民举措依法查治等，就是改革
与法治建设相得益彰的探索和深化，为法治建设提
供了海南样本，为法治海南的建设赢得了群众基
础。的确，只有职能部门带头，社会公众齐心，各就
各位不越位，各善各位不失位，以法治精神浸润全
局，让法治思维规范“小我”，每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才
能在法治的轨道上正常运行。

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
护。实现全民守法也离不开捍卫自觉。这种自觉不
仅对集结法治合力、维护社会稳定有着积极的意义，
在切实保障改善民生、护航推进和谐发展等方面也有
着破题的价值。像近年来不断凝聚的海南共识，就不
仅体现在海南群众举报违规违法行为的共享共治中，
还体现在吴春忠、王才发、伍思东等英烈的奋斗奉献
中。而只有积极构建人人敬法畏法的社会氛围，才会
形成从有法可依走向有法必依的社会管理新常态，构
建“威与信并行，德与法相济”的公共秩序。

法治梦是编织中国梦的经纬。只有在崇尚自觉
上解决了认知障碍，在遵守自觉上清除了行动障碍，
在捍卫自觉上解决了氛围障碍，才能激励每个人都
争当法治社会的建设者，并保障每个人都成为法治
社会的受益者。

◀上接A01版
其中主城区（中心城区组团、长流组团、江东组团）的
河流原则上都要划定蓝线，其他乡镇河流只对干流
进行蓝线划定。最终划定蓝线总面积约267平方公
里，占市域总面积的11.6％。

市水务局负责人表示，以后在海口蓝线范围内，
禁止六类行为：违反城市蓝线保护和控制要求的建
设活动；擅自填埋、占用城市蓝线内水域；影响水系
安全的爆破、采石、采砂、取土；擅自建设各类排污设
施；堆放、倾倒、掩埋或排放污染水体的物质；其他对
城市水系保护构成破坏的活动。

海口审议通过蓝线规划

让守法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本报嘉积12月 15日电 （记者蔡
倩）记者今天从琼海市招商局获悉，该市
今年招商引资呈现出企业投资踊跃，合
同投资总额大幅增长，到位资金稳步增
长，引资结构不断优化的态势。该市招
商引资项目 81 个，合同投资总额
1451.90 亿元，实际投入资金 75.16 亿
元。其中，实际利用国内资金75.15亿
元，实际利用国外资金16.25万美元。

据了解，琼海策划储备招商项目，组
织和参加了“津洽会”、环渤海招商会、

“厦洽会”、“珠洽会”、绿博会等9次招商
推介活动；接待了北京、天津、重庆、青
岛、内蒙古等地来访客商300余批次，
600余人次。

琼海今年
招商项目81个
合同投资总额1400多亿元

醋香满堂

促销有道
“淘宝”忙碌

关注冬交会


